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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新开局，转型正当时
正泰助力内蒙古智慧电力和绿色能源经济新发展

据统计，大型公共建筑年耗电量超过全国城镇

总耗电量的 22%，对其机电设备的 “智慧” 管控，

是绿色节能潜力的关键所在。正泰提出的 “全程能

效”，基于 “正泰云” 大数据平台，从规划、产品、

施工到运营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保证在同等性能下

的能耗更低。

正泰能效科技市场战略部总监冯游平

介绍全程能效新业态新机遇

正泰针对内蒙古大型公共建筑的用能特征和管

理需求，从规划开始导入，其 “全程能效” 能源管

理模式使机电系统更加智能、安全、节能、高效。

园区智慧能效解决方案可为校区、社区、产业园区、

医院等各类园区提供建设、进程能源管理和设备运

维服务。此外，正泰“全程能效”将根据当地能源政策、

资源优势，以排碳最低、投资最省、综合效益最好

为目标，规划设计区域能源站，提供更安全、环保

的一体化能源解决方案。

正泰仪器仪表工程师赵江胜

介绍能源量测系统解决方案

同时，正泰围绕能源领域还形成了全面定制化

的能源量测系统解决方案，量测产品范围涵盖智能

电能表及终端、智能燃气表、智能水表、电能计量箱、

数显电表等，为能源管理提供智慧化精准支持。

作为全国重要的资源、能源产地，内蒙古注重

发挥创新驱动的推动作用，不断推进资源型、能源

型产业向高端精深加工方向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步伐持续加快。

正泰中自智慧化工华北区域销售经理王垚

介绍全厂一体化解决方案

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正泰将持续赋能内

蒙古相关产业数字化、自动化转型，为水务、油田、

石化、化工等行业提供 DCS、SIS、低压电器等为核

心的仪电控整体解决方案，以及可与平台连接的

SCADA、物联网通讯产品，形成全厂一体化解决方

案。

正泰将借助智能传感、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依托丰富的自动化应用积累及专业的

设计、工程和施工管理团队，提供软硬件一体化解

决方案，实现管理过程可视化，能源效益最大化，

为行业发展持续提供数字化、智能化支撑。

未来，正泰还将一如既往、全力参与到内蒙古

自治区各地智能电网、新能源光伏、综合能源、智

能制造、智慧城市、产融资本合作、科创基地建设

与产学研合作等项目中，为助力内蒙古现代能源经

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来源于正泰电器）

据悉，“十四五” 期间，内蒙古将打造风电、光伏、

氢能、储能等四大产业集群，全力做好现代能源经

济这篇文章。

正泰电器市场战略部行业应用方案总监徐晓东

介绍正泰发展情况

一直以来，正泰以全产业链优势，加强与自治

区企业强强联合，为行业伙伴提供光伏、高中低压

电气产品、智能电力运维、电力工程建设等综合能

源服务。不久前，正泰集团在呼和浩特市、通辽市

投资的风光储制氢新能源项目已成功签约，目前正

在积极推动伊金霍洛旗、东胜区风光储制氢新能源

项目。

随着碳中和目标推进和能源转型的进程加速，

发展光储充一体化微电网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

之一。从解决城市电网配电容量不足、用电高峰电

力供应不足等用能痛点出发，正泰整合企业在光伏、

储能、充电桩等产业的布局，为内蒙古提供光储充

放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多产融合、多能互补，破

解建站多重瓶颈，助力形成一张 “网、源、荷、储、充”

为一体的智慧绿色电网。

随着电网智能化发展，作为一种新型配电网络

形态，电力物联网成为保障中低压配电网实现规划

精准、运行高效、精益运维和优质服务的基础。正

泰电力物联网解决方案融合了配电产品、电能质量

产品、光伏产品、智能仪表及各类传感器等智能终端，

实现了配电网的全面感知、数据融合和智能应用，

将满足内蒙古当地对配电网精益化管理的需求，实

现台区的智能化运维。

正泰电器市场战略部产品管理总监杨清和行业推广工程师宋晓

东介绍正泰电器明星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

正泰电气市场部总监龚恩乐

介绍电网输配电产品解决方案

正泰还提供输配电产品的相关解决方案，通过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与规范，利用状态监测技术等可

对电力设备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释放” 人力的同

时，将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融合，采用新技术、智

能化的变配电设备等对配网设备、故障进行有效管

理、预警和分析，提升电网整体智慧水平，为内蒙

古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更 “聪明” 的电力保障。

国际能源署署长认为，能效是最重要的第一能

源，也是最清洁绿色的能源，能源转型正在进入新

阶段。 

聚焦现代能源经济，破题 “生态优先” 新发展， 

探寻 “绿色发展” 新机遇。1 月 10 日，正泰行业创

新发展峰会走进塞外青城内蒙古呼和浩特。峰会邀

请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内蒙古交通投资集团、内蒙

古大数据局数字经济发展处、呼和浩特市区域经济

合作局等领导、专家、企业代表出席，通过主题演讲、

行业对话等交流活动，共同探讨能源产业升级、智

慧城市转型发展课题，为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聚

合创新动能。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二级巡视员赵标

林，内蒙古硕丰集团董事长陈强顺、正泰集团轮值

总裁栾广富先后发表主旨演讲。

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二级巡视员赵标林

内蒙古硕丰集团董事长陈强顺

正泰集团轮值总裁栾广富

正泰电气中国区营销副总经理兼内蒙古正泰电器、正耐电气董

事长郑元桂

正值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国家加快发展新基

建，拉动内需，打造新经济的背景下，内蒙古始终

坚持走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在新发展阶段不断加速把握科技创新

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在现代能源经济、智慧能源管理、

综合能效应用、节能减排与电气化改造升级等领域

加强布局。

本次峰会上，正泰结合内蒙古资源禀赋和产业

基础，亮出了其作为智慧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的 “看

家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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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无大小，细节最重要！ 了解“化工生产”，从概念和特
性开始...

对#化工设备总体要求就是安全
节能、稳定高效！

化工生产安全，自控比人控更
可靠！

#自动化控制系统 远比你想象的
要重要哦！

自动化控制系统这个宝藏家伙
儿，值得深究！

#化工行业实例①煤化工行业 #化工行业实例②石油石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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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大型公共建筑年耗电量超过全国城镇

总耗电量的 22%，对其机电设备的 “智慧” 管控，

是绿色节能潜力的关键所在。正泰提出的 “全程能

效”，基于 “正泰云” 大数据平台，从规划、产品、

施工到运营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保证在同等性能下

的能耗更低。

正泰能效科技市场战略部总监冯游平

介绍全程能效新业态新机遇

正泰针对内蒙古大型公共建筑的用能特征和管

理需求，从规划开始导入，其 “全程能效” 能源管

理模式使机电系统更加智能、安全、节能、高效。

园区智慧能效解决方案可为校区、社区、产业园区、

医院等各类园区提供建设、进程能源管理和设备运

维服务。此外，正泰“全程能效”将根据当地能源政策、

资源优势，以排碳最低、投资最省、综合效益最好

为目标，规划设计区域能源站，提供更安全、环保

的一体化能源解决方案。

正泰仪器仪表工程师赵江胜

介绍能源量测系统解决方案

同时，正泰围绕能源领域还形成了全面定制化

的能源量测系统解决方案，量测产品范围涵盖智能

电能表及终端、智能燃气表、智能水表、电能计量箱、

数显电表等，为能源管理提供智慧化精准支持。

作为全国重要的资源、能源产地，内蒙古注重

发挥创新驱动的推动作用，不断推进资源型、能源

型产业向高端精深加工方向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步伐持续加快。

正泰中自智慧化工华北区域销售经理王垚

介绍全厂一体化解决方案

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正泰将持续赋能内

蒙古相关产业数字化、自动化转型，为水务、油田、

石化、化工等行业提供 DCS、SIS、低压电器等为核

心的仪电控整体解决方案，以及可与平台连接的

SCADA、物联网通讯产品，形成全厂一体化解决方

案。

正泰将借助智能传感、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依托丰富的自动化应用积累及专业的

设计、工程和施工管理团队，提供软硬件一体化解

决方案，实现管理过程可视化，能源效益最大化，

为行业发展持续提供数字化、智能化支撑。

未来，正泰还将一如既往、全力参与到内蒙古

自治区各地智能电网、新能源光伏、综合能源、智

能制造、智慧城市、产融资本合作、科创基地建设

与产学研合作等项目中，为助力内蒙古现代能源经

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来源于正泰电器）

“数字化”助推现代能源经济新发展

据悉，“十四五” 期间，内蒙古将打造风电、光伏、

氢能、储能等四大产业集群，全力做好现代能源经

济这篇文章。

正泰电器市场战略部行业应用方案总监徐晓东

介绍正泰发展情况

一直以来，正泰以全产业链优势，加强与自治

区企业强强联合，为行业伙伴提供光伏、高中低压

电气产品、智能电力运维、电力工程建设等综合能

源服务。不久前，正泰集团在呼和浩特市、通辽市

投资的风光储制氢新能源项目已成功签约，目前正

在积极推动伊金霍洛旗、东胜区风光储制氢新能源

项目。

随着碳中和目标推进和能源转型的进程加速，

发展光储充一体化微电网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

之一。从解决城市电网配电容量不足、用电高峰电

力供应不足等用能痛点出发，正泰整合企业在光伏、

储能、充电桩等产业的布局，为内蒙古提供光储充

放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多产融合、多能互补，破

解建站多重瓶颈，助力形成一张 “网、源、荷、储、充”

为一体的智慧绿色电网。

随着电网智能化发展，作为一种新型配电网络

形态，电力物联网成为保障中低压配电网实现规划

精准、运行高效、精益运维和优质服务的基础。正

泰电力物联网解决方案融合了配电产品、电能质量

产品、光伏产品、智能仪表及各类传感器等智能终端，

实现了配电网的全面感知、数据融合和智能应用，

将满足内蒙古当地对配电网精益化管理的需求，实

现台区的智能化运维。

正泰电器市场战略部产品管理总监杨清和行业推广工程师宋晓

东介绍正泰电器明星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

正泰电气市场部总监龚恩乐

介绍电网输配电产品解决方案

正泰还提供输配电产品的相关解决方案，通过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与规范，利用状态监测技术等可

对电力设备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释放” 人力的同

时，将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融合，采用新技术、智

能化的变配电设备等对配网设备、故障进行有效管

理、预警和分析，提升电网整体智慧水平，为内蒙

古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更 “聪明” 的电力保障。

国际能源署署长认为，能效是最重要的第一能

源，也是最清洁绿色的能源，能源转型正在进入新

阶段。 

“全程能效” 助力用能侧节能增效

“智慧绿网”推动可持续发展

聚焦现代能源经济，破题 “生态优先” 新发展， 

探寻 “绿色发展” 新机遇。1 月 10 日，正泰行业创

新发展峰会走进塞外青城内蒙古呼和浩特。峰会邀

请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内蒙古交通投资集团、内蒙

古大数据局数字经济发展处、呼和浩特市区域经济

合作局等领导、专家、企业代表出席，通过主题演讲、

行业对话等交流活动，共同探讨能源产业升级、智

慧城市转型发展课题，为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聚

合创新动能。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二级巡视员赵标

林，内蒙古硕丰集团董事长陈强顺、正泰集团轮值

总裁栾广富先后发表主旨演讲。

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二级巡视员赵标林

内蒙古硕丰集团董事长陈强顺

正泰集团轮值总裁栾广富

正泰电气中国区营销副总经理兼内蒙古正泰电器、正耐电气董

事长郑元桂

正值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国家加快发展新基

建，拉动内需，打造新经济的背景下，内蒙古始终

坚持走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在新发展阶段不断加速把握科技创新

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在现代能源经济、智慧能源管理、

综合能效应用、节能减排与电气化改造升级等领域

加强布局。

本次峰会上，正泰结合内蒙古资源禀赋和产业

基础，亮出了其作为智慧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的 “看

家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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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燕舞新春，金牛送吉祥。2021 年 1 月 8
日 9 时 18 分，西安绿控可控冲击波技术新业务
启动仪式在正泰中自西北分中心举行。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电 气 学 院 名 誉 院 长 邱 爱 慈 院
士、正泰自动化董事长黄永忠、西安交通大学电
气学院副院长郝治国、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张永民、
西安石油大学教授杨昌华、中国石化采油专家王
海、中国石化勘探仪器专家刘学云、正泰中自副
总经理陈军松等领导、专家莅临现场，参与见证。

启动仪式上，陈军松介绍，可控冲击波技术
发展、落地的全过程，正泰集团南存辉董事长在
与邱院士认识交流过程中，基于对国家能源安全
的共同责任，开启了企业家与科学家共同的家国
情怀，并促成了可控冲击波技术新业务的落地。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西安绿控总经理汤俊
萍作 2021 年公司发展蓝图规划时指出，西安绿
控将在邱院士的指引、西安交大等专家的技术指
导、上级公司的支持下，发挥自身优势，充分融
合正泰集团完善的管理体系、管理经验与项目团
队的技术创新力量，力争实现一年内建立起可控
冲击波规模化应用推广的完整构架，三年内占据
国内油气田增产市场的奋斗目标；在创造更大的
经济效益的同时，使公司走上良性发展道路；同
时为集团十四五发展开辟一片传统能源智慧解决

方案的新天地，为国家能源自主可控尽一份力量。
稳扎稳打，起步不是零，锐意进取，未来不

是梦。黄永忠在发言中指出，西安绿控可控冲击
波技术新业务启动，正泰自动化旗下正泰中自公
司业务板块实现又一个跨越，换个角度，换个平
台，向不同行业进军。未来，正泰自动化将会把
可控冲击波这项硬核科技做专、做深、做强，让
其在中国能源安全自主可控的道路上占据坚定步
伐。

科技引领，带动能源转型升级。邱爱慈院士
从宏观角度出发，对国家能源革命进行简要说明，
对可控冲击波的技术来由、发展现状、未来前景
等作了具体介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越
来越重视页岩气等能源技术的发展，逐步加强能
源勘探开采。她指出，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
我国的能源革命，需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其他国
家的经验，根据地域条件，发展自己技术。她希
望，西安绿控能够充分发挥校企的综合优势，发
扬正泰集团的创业创新精神和 “马兰精神”、大
力推进产学研用，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共同把企
业做大、做精，让这个事业闪闪发光。

启动仪式后，与会领导、专家围绕技术实现、
成果转化、业务应用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促
进企业业务顺利、快速达到预期目标，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促进和谐绿色发展。

据悉，2019 年，全国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量为 13.8 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为 4498.9 万吨。目前工业固废占我国全部固体
废物产生量的 1/3 左右，集中产生于钢铁、有色、
化工、煤电、采矿等重化工业，累计堆存量大，
危害性高。

湖州某再生资源公司是一家以工业废物资源
化综合利用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其 2020 年 5 月
启动的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项目，由正泰中自提
供自动化解决方案，助力城市环境高质提升、生
态安全可靠保障。

固废处理过程中涉及废硫酸、废盐酸、废碱
液等多种酸性气体，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均有
危害，项目采用泰美 - 分布式控制系统 PCS1800
作为控制系统核心，实现生产工程中液位、温度、
压力、流量等数据的实时检测，现场设备的远程
控制、联锁保护以及运行状态的监测，提高项目
自动化控制程度，降低安全风险，减少人工成本，
提升经济效益。

项目配套仓储管理系统，与泰美系统相互通
讯，可以实时查看仓储情况，实现物料相关数据
的记录，完成原料进货及领用、成品发货等，下
达生产操作指令，重点监控铝泥储存量、储存区域、
各批次化验数据、各储罐即时液位情况以及储罐
内物料等相关信息，增强仓储管理能力，提升运
营管理效率。

项目工期紧、设备技术参数要求高，但项目
组成员坚持不懈，凭借丰富的经验、专业的技术
和热忱的服务，以实际行动赢得客户点赞。

推进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实现能源技术自主可控
西安绿控可控冲击波技术新业务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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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中自又一工程项目收获好评



2021 年 3 月 16 日，开封市热电联产机组技术

改造西区供暖项目并网仪式在项目隔压站举行，随

着并网画卷徐徐展开，标志着开封市管径最大的热

力管网成功并网。

项目投产的背后凝结的是无数人并肩作战、不

懈努力的智慧和汗水。工期紧、任务重，设备控制

要求严格，施工调试环境恶劣，但是正泰中自调试

工程师以不畏艰难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专业技

术，高效贴心的服务精神赢得了客户的肯定。

为保证供热安全，此次热电联产项目中使用的

是正泰中自自主研发的泰美 - 分布式控制系统

PCS1800。系统作为隔压站的神经和大脑，实时采

集热源、管网和隔压站的运行参数，远程控制现场

设备和整个工艺流程，确保恒压供水、恒温供热，

实现安全、高效的控制目标。

结合现场情况和业主需求，正泰中自项目工程

师积极配合、全面分析，给出专业的控制方案。施

工过程中，需要在十余米高处安装设备仪表，潮湿

昏暗的井底接线，对分布零散且距离较远的控制柜

进行安装调试等，但中自人都逐一克服困难，确保

安全，日夜赶工，最终如期完成开机保运。同时，

依据正泰中自十余年行业应用积累，对项目的自控

NEWS 要闻

精准贴心服务，设备安全可靠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对于北方城市来说，冬季供暖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百姓冷暖，
是重要的民生工程；生态环境关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守护蓝天是最大的民生福祉。那两
者如何能有效结合，让天更蓝，心更暖？作为清洁供热模式之一，热电联产呼之欲出。

清洁供暖保蓝天，泰美系统神助攻
方案提出建设性意见，及时解决客户提出的问题，

得到了客户的信赖。

中自人在客户服务的道路上始终坚持多做一点

点，用实际行动诠释责任，用辛勤汗水赢得客户的

信任与尊重，同时推动正泰中自在自控行业向更高、

更远的目标迈进！

该项目是开封市清洁取暖重点工程项目，通过

对国家电投集团开封发电分公司热电机组深度改造，

提升供热能力，为开封市西区提供供热主要热源。

项目投入使用后，将向开封市西部区域热网统

一输配热源，为 2500 万平方米区域提供清洁能源

供热能力，作为开封市热源的有力补充，满足未来

城市发展十年内的用热需求，有效保障开封西区用

热稳定。同时，实现供热清洁化、智能化，每年可

减少排放粉尘 47441.2 吨、二氧化硫 5232.5 吨、氮

氧化物 2616.2 吨。

据了解，此次热电联产西区供暖项目的投入运

营，标志着开封市最大的热源侧改造和集中供热清

洁能源体系构建已基本完成，热电联产管网布局实

现里程碑式跨越。

稳定清洁供暖，助力蓝天工程

隔压换热车间一层主管道

隔压换热车间二层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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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伊始，正泰中自通过了杭州市健康办的评估验收，被评为 2020

年度杭州市健康单位。

为响应国家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和高水平推进健康浙江战略，加快打

造健康中国示范区建设，正泰中自积极开展建设健康单位系列活动。公司注

重人文关怀，配备完善锻炼设施，大力倡导户外运动，提高职工身体素质，

切实增强职工幸福感；每年开展健康讲座，普及健康小知识，关爱职工健康

生活，提升职工保健意识。

本次获得 “杭州市健康单位”，是杭州健康办对我司健康管理工作的认可，

也是对公司企业文化的弘扬。健康管理永不止步，正泰中自将以此次评估工

作为契机，进一步总结经验，不断探索创新，构建职工美好健康家园。

近日，“2020 年（第五批）节能环保优秀产品技

术及示范案例征集推广活动” 落下帷幕，经层层筛选、

严格审核，正泰中自泰湖 - 智能二次供水系统系列产

品荣获 “全国节能环保优秀推荐产品技术” 奖。

据了解，该活动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节能环保产品的意见》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

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精神，更好地配合

工业和信息化部十三五启动的“节能服务型企业”工作，

加快推进节能技术改造，积极推动节能环保新技术、新装备和新产品的推广应用，引导用能单位采用先进

适用的新技术、新装备和新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评选时，专家组对正泰中自的三款产品给予了高度

评价和认可。

此次获评的 “CWSF 型城镇管网加压无负压加压泵站供水设备、CWSG 型管网叠压（无负压）供水设备、

CWSXB 型箱式变频叠压（无负压）供水设备” 为正泰中自泰湖 - 智能二次供水系统系列产品。泰湖 - 智能

二次供水系统，充分发挥公司在控制领域技术积累和正泰集团电气全产业链优势，以安全、稳定、节能为

目标的二次供水信息化远程智慧管理平台，融合二次供水泵房智慧安防、视频监控、设备实时监测、远程控制、

数据分析、故障预警、任务分配、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功能，基于 B/S 架构设计，采用物联网云计算技术，

同时提供智能终端 APP 服务，从数据采集、传输、分析、优化等各个层面，以专业化技术、专家型应用，

实现二次供水智慧管理。

今后，正泰中自将继续从战略高度重视节能环保责任，不断探索研究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强化

节能环保标准约束，推进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保障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09 10

“全国节能环保优秀推荐产品技术”奖花落中自 正泰中自获评 2020 年度杭州市健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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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中自工会迈出新步伐
提高员工素质，维护和谐关系，保障员工权益，服务发展大局

近年来，正泰中自工会在集团和上级工会的正确领导下，发挥联系员工的桥梁纽带作用，
带领员工以主人翁的姿态和主力军的担当，为公司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致力于提高员工
素质，开展技能大比武，深入实施蓝领素质提升工程，维护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员工权益，
服务发展大局，全心全意彰显新作为。

喜迎女神节，郁金香满楼。郁金香的花语是博爱、

体贴、高雅、聪颖、善良，拥有着中自女神们的美

好特征。3 月 8 日下午，在正泰中自董事长黄永忠

的带领下，工会主席孔谨、妇联主任朱建萍手捧花束，

向公司女员工送上美丽的郁金香表达最诚挚的节日

祝福。

开展多样活动，活跃文化氛围

爱相随，温暖共相伴。3 月 5 日下午，正泰中

自联合工会组织女神们共同观看电影《你好，李焕

英》。随着电影情节的推进，大家时而捧腹大笑，时

而黯然流泪。共赏光影作品，留住相伴时间。

健康第一位。黄永忠董事长曾表示：关爱女性

职工的健康是公司领导层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值得

一提的是，今年的女神礼品除了花束，还为大家准

备了艾灸宝。通过加热艾绒热敷身体，可达到疏通

经络、改善气色、调理身体等功效。女神们纷纷表

示这个礼物选得太实用了！

献礼建党一百年，参加诗歌云朗诵。组织参加

正泰集团妇联开展的 “巾帼逐梦绽芳华，献礼建党

一百年” 主题诗歌云朗诵活动，展现了中自人对中

国共产党的热爱，对正泰的热情，对工作的笃定，

作品荣获 “一等奖”。

工作有实效，取得多项荣誉

不忘初心，绽放芳华。3 月 5 日，在正泰集团

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暨巾帼模范表彰大会上，正泰

中自妇联主任朱建萍获评 “2020 年度优秀妇女工作

者”，智慧水务工程设计部经理朱华美获评 “2021 年

正泰巾帼模范”。两人是中自妇女工作者和优秀女员

工的典型代表，工作中彰显了巾帼之风范，奉献了

巾帼之力量。

正泰 “她” 能量，乘风破浪绽风华。在集团推

出的 “正泰她能量” 中，市场品牌部市场专员成梦

上榜，代表了中自女员工的自强独立和坚韧果敢，

立足岗位发光发热，用行动在中自舞台上绚烂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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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正泰报）



欢迎访问：http://www.chitic.com
欢迎咨询：chitic@chitic.com

400-632-0073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6号街260号正泰中自科技园
邮编：310018
电话：0571-2899 3200
传真：0571-2899 3255

浙江正泰中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